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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百姓眼健康的守护者
——海南省眼科医院专家群像

海
南
省
眼
科
医
院
。

他们中，有的放弃
大城市甚至国外优越条
件，来到海南为眼科专
业的发展奋斗；有在临
床一线坚守几十年，走
遍海南各个乡镇，为白
内障患者带去光明；有
的为了让更多患儿能够
看上病，一个上午要看
上百个病号……在海南
省眼科医院，有这样一
支 40 多 人的医生团
队。他们有许多感人的
医患故事，有同样一心
为患者的初心，践行着
医者誓言，是为患者追
逐光明的使者。他们
“医”路荣耀，播洒光明，
成为百姓眼健康的守护
者。在第二届中国医师
节到来的今天，让我们
一起走进这群“光明使
者”，倾听他们的心声。

钟兴武
海南这一趟，我没白来
海南省眼科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2012 年，
我放弃广州稳
定的工作环境
和成熟的实验
平台，接受中
山大学的委派
来到海南，承
担起建设海南
省眼科医院的
重任。在广州
出诊时，我的
不少患者就是
从 海 南 过 去

的。我深知离开家乡到人生地不熟的广州
看病，除了奔波劳累外，还会给这些患者造
成很大的经济负担。最终决定让我来到海
南的，是为了完成“海南百姓看眼科大病不
再出岛”的这个目标。

在广州，我平时都是天天上手术台，没想
到来到海南，要和工地打交道，爬楼梯都爬到
气喘。医院建成初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医
院团队都一一克服了。如今，海南省眼科医院
已发展成为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成为省内眼科
常见和疑难眼病的集中诊疗中心，整体提升了
全省的眼科水平。我觉得，海南这一趟，我没
白来！

2019年，我被海南省推荐为“最美奋
斗者”，这是眼科人共同的荣誉。我始终谨
记眼科人追逐光明的初心，一直努力坚守
在平凡的岗位上。

陈海波
还想再为海南人民多服务几年
海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我从事眼
科诊疗工作已
有35年，可以自
豪地说是海南
眼科事业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
的见证者和参
与者。海南地处
热带，白内障眼
病高发，过去医
疗条件和技术相
对落后。1988
年，我到日本眼

科研究所进修，当年日本的眼科设备和技
术让我大开眼界，也坚定了我要学习新技
术新知识，并将设备带回来开展新技术的
信心。

1997年返琼时，我克服重重困难，把
一批先进的眼科仪器带回了海南，捐给了
省人民医院，用于开展新技术新疗法。

白内障患者大多在基层，当年看病又不方
便，我几乎走遍了海南每个乡镇。我参加了

“视觉第一 中国行动”“健康快车”“亮睛工程”
等重大民生工程，实施了无数台白内障手术。

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快退休的人，门诊
照常出，手术量还大，精力旺盛。我无悔选
择成为一名眼科医生，看过了许许多多患
者复明后的笑容，一切艰辛都会释然。虽
然我已经工作了35年，但我觉得我现在精
力还可以，还想再为海南人民多服务几年。

曾明兵
我要用“魔术”点亮患者的眼
海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小的时候，
邻居的叔叔喜欢
给我们这些小孩
子表演魔术。后
来我走出大山求
学、工作。时光
如梭，儿时那位
叔叔给我们表演
的魔术已经记不
清了，我已是中
年人，而他也变
成了老人。前些
年回家探亲，发

现他看不到我了。当他自己和家人对他的
失明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做
点什么，因为我是一名眼科医生。

我告诉他，以前是他变魔术给我们看，
现在我要变魔术给他看。我为他做了双眼
白内障摘除手术。摘下眼罩瞬间，仿佛又
回到小的时候，我看得见他，他也看得见
我，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我的“魔术”比
他的厉害。

后来，我为不计其数的人“变魔术”，有
不计其数的像叔叔这样的手握过我的手，
数不清的带着笑容的脸庞展现在我面前。

再后来我常驻海南，我遇到过上千个
像邻居叔叔这样的患者，我都为他们“变魔
术”。几年前，从广州到海南，对我来说一
切都是新的。新的地方，新的机遇，新的挑
战，唯一不变的是义无反顾的医者心。

刘红山
为海南百姓做点事儿
海南省眼科医院角膜病专科主任医师、教授

我 来 海 南
前，在美国工作
了 10 年，担任
辛辛那提大学
的 助 理 教 授 。
2013 年，突然
接到钟兴武教
授的电话，告诉
我海南眼病复
杂多变且角膜
性致盲患者较
多的情况，想让
我回国一起建

立眼库，帮助患者复明。我当时就给自己
拍了板：回国，加入海南省眼科医院！

我回来后不久，眼库顺利建成。当时
苦于国内捐赠角膜寥寥无几的窘况，我联
系了国外的眼库，尤其是和斯里兰卡国家
眼库搭建了合作的桥梁，至今获捐100余
批角膜成功实施角膜移植手术，使众多患
者重见光明。

我偶尔会回美国看望家人，家人支持
我回国干事业的选择。对于得失，我没有
想太多，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为老
百姓做点事。海南的百姓很纯朴，我愿意
继续留在这，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更多
的患者复明。

龙登虹
希望家长都能关心孩子眼健康
海南省眼科医院斜弱视专科主任医师

他们都说
我是小儿眼科
的“大姐大”，我
的门诊号总是
一号难求，预约
号一放，就被抢
完，有些患者家
属告诉我，他们
通过研究学会
了抢号技巧：候
在电脑前，打开
预约平台，复制

好填写内容，一旦预约开放，立即开抢。他
们还说我心肠好，挂不到号的患者都给加
号。说实在的，我不想看到他们来回奔波，
无法抗拒他们失望的眼神。

不过加了号，我就有苦受了，有时一个
单元门诊看了差不多100个号，中午一两
点才下班，饿到发慌。给我看诊的家长，应
该都知道我会“骂”人。不客气地说，十个
来看诊的孩子家长，九个都怕我“骂”他
们。我“骂”他们不关注孩子的眼健康，耽
误了治疗。尤其是耽误弱视治疗的家长，
我更要狠狠“骂”，因为弱视治疗越早干预
效果越好。

郭惠宇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海南省眼科医院眼眶眼肿瘤专科医学美容科主任医师

我的父亲
是一名外科医
生。小的时候，
我常常会在他
出诊的时候当
他 的“ 小 助
手”。父亲非常
受人尊敬，他也
时常教导我，对
待患者要有“同
理心”，多为他
们想一点，我就

是在这样言传身教的环境中成长。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在

我执业的路上，父亲的教导总是最明亮的
指路灯。

我曾经遇到一个一岁半的孩子，家人发
现其单眼发白，但起初没有在意，待到孩子
疼痛哭闹不止才前来就诊，发现已是视网膜
母细胞瘤晚期，眼球内部充满肿瘤，甚至向
远端转移。经过及时的手术救治，保住了孩
子性命，将其眶部填充，眼睑重建，眼部外观
得到改善，但是孩子的未来，何其多舛。

这样的故事时常发生在我的门诊，父母
后悔的眼泪，孩子疼痛的神态，催促着我不
停地奔走在呼吁关注孩子眼健康的路上，希
望更多眼睛有问题的孩子能得到救治。

我救治他们，为他们点亮黑暗的路，希
望他们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医生，为他人
燃灯。我们每个人都能发出光，这个世界
就会一片光亮。就像术后复明的患者，看
到了光，就看到了希望。

杨军
我希望在海南工作到退休
海南省眼科医院白内障专科副主任医师

做医生除
了要医术精湛
之外，还要有与
患者进行良好
的沟通能力。
由于我的眼科
亚专业是白内
障，因此，来找
我看病的病友
大部分都是老
年人。谁都有
老的一天，面对

这些老人家，需要我们给予他们发自内心
的尊重。老人家理解与沟通能力不比年轻
人，因此，耐心地与患者沟通，成为我工作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老人家有时像小孩一
样，你对他们耐心些，细致些，偶尔“哄”下
他们，他们会变得非常“听话”。

不少患者向其他患者推荐我时都会说：
“杨医生不仅手术做的好，对我们老人家的
态度特别好，有什么问题都讲得很明白。”

能取得患者的认同和信任我非常开
心，很多阿公阿婆经常专程跑过来问我：

“杨医生，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我多久能下厨房做饭……”“什么时候能
看电视、打牌……”老人家的子女们也总对
我说：“老人家就听你杨医生的，什么事都
要来问你。”

很多人都说我很有“老人缘”，是“老年
之友”。我觉得海南患者特别是老人家很
淳朴善良，我非常喜欢在海南工作，希望能
在这里工作到退休。

陈王灵
患者的信任给我勇气
海南省眼科医院眼底病专科副主任医师

我曾经遇
到过一名12岁
来自农村的男
孩，被诊断出双
眼 视 网 膜 脱
离。他的父母
把他背到我面
前时，他的双眼
只剩光感。我
在门诊给他的
父母交代病情
时，他们听完后

流泪不止，孩子低着头，一言不发。他们跪
下来求我，求我一定要救他们的孩子。看
到他们的举动，我的内心忐忑不安。我能
不能让这个孩子重返光明？我在问自己。

孩子的父母说无论手术如何，他们都
不怪罪于我。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很感
激。我也是农村的孩子，我决定无论如何
都要帮他们。所幸的是，孩子的手术非常
顺利，术后效果很好，能够正常生活和学
习了。

作为一名医生，患者的信任，让我有了
敢于挑战复杂眼底病的勇气。

眼底疾病诊治在眼病诊治中始终是一
个难点，都说眼底病治疗是“死马当活马
医”，治不治都一样，又累又不讨好。但是
我很喜欢研究眼底病，在这块领域有很多
未知，我喜欢挑战，我知道眼底病诊疗将来
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一直在坚守。

（文字整理/钟友廷）


